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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创新战略的后备军，是科技第
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 

目前，我国已有博士授予单位401个、硕士授予单位327个，在学研
究生人数近260万。研究生已成为我国科研创新成果的生力军，研究生培
养质量特别是创新能力提升关系到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现。以西安交大
为例，63%的SCI论文第一作者为研究生，95%以上的专利有研究生参与
，99%的科研项目有研究生参与。 

    以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为切入点，开展系列化研究生教育综合质量评
价，可以有效解决研究生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研究生教育深化
改革的步伐和成效。 



1. 创新能力的概念 - 学者观点 

二、评价理论基础 

国外学者：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概括：新颖性和

适切性是创新能力的两个决定性特征，创新能力

是一种提出或产生具有新颖性和适切性工作成果

的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创新

能力的核心是创造性思维，而创造

性思维的核心的是发散性思维。 



二、评价理论基础 

批判性思维决定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包括创新精神、创造性思
维能力、实践能力及动手能力。 

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思维、创新人

格与创新智慧三个层面。 

创新能力包括独创能力、捕捉创新机

遇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知

识及信息获取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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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 



二、评价理论基础 

勇于发现、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独
立思考和判断 

系统性思维能力、创造

性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不断的质疑、试错、证伪、实践

的过程之中所彰显出的能力 

悟性、记忆力、好奇心、兴趣、直觉和

洞察力，以及勤奋刻苦和集中注意力的

能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2. 创新能力的初步理解 



3. 创新能力评价 - 学者观点 

二、评价理论基础 

（3）研究生应立足国家

需要，具有开放的胸怀

和国际化视野。 

（2）创新能力评

价主要关注创新

意识、创新基础、

创新智能、 创新

方法和创新环境

等。 

（1）评价研究生的创新

能力，应关注思维特征、

行为特征、人格特征和

知识体系四个方面特征，

这些特征在创新环境的

作用下共同影响创新性

成果的产生。 



4. 创新能力评价 – 4Ps理论 

二、评价理论基础 

评价维度 评价内涵 

创新主体特征 

Person 

以个体的创新能力特征为观测对象，将个体的知识水平、智力

水平、人格特征等方面作为学生创新能力的观测点。 

培养过程 

Process 

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观测对象，将创新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作为

学生创新能力的观测点。 

环境基础 

Press 

 

以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或教育机构为观测对象，将教育机构与

环境为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所作的促进、鼓励与投入工作作为学

生创新能力的观测点。 

创新成果 

Products 

以结果为导向，从学生的创新结果出发，将学生创新活动取得

的成果作为学生创新能力的观测点。 



三、评价基本原则 

1. 能够体现高校研究生整体创新能力完整的概 

念。 

 

2. 评价指标测量具有可操作性（可实施、概念 

不走形！）。 

 

3. 以公开、权威发布的客观数据、研究生及用人
单位调查数据为依据，避免要求高校填报数据。 

 

4. 与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错位发展（特色性）。 

 



成果导向！ 

       ---逆向全方位评价高校研究生整体创新能力 

量化评价！ 

      ---客观数据与主观测评数据相结合 

三、评价基本原则 



四、评价指标体系 

1. 重新审视4Ps理论 

创新主体特征：能够体现创新能力完整概念，主观测量，

体现研究生培养前后状态。 

培养过程和环境基础：创新培养基础（科研、课程），静

态因素，学科评估指标。---二合一 

创新成果：易测量，逆向全方位评价；可分为：在校成果

和潜在成果（职业创新发展）。---一分二 



四、评价指标体系 

2. 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创新思维与品格:  在校研究生创新主体特征综合评价； 

• 创新培养过程:  研究生创新氛围感知、创新实践活动、国际化

合作等；  

• 创新成果:    在校期间学术、技术创新、国际化成果等综合评

价； 

• 创新发展:    以学生毕业后5年内在学业与职业上取得的进展情

况为观测对象，逆向评价高校整体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情况。 



四、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与技能 

创新品格 

探新和亮剑意识 

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意志力和品格 

维度1:   创新意识与品格 

二级指标: 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与品格 

测量方式：对研究生进行主观问卷调查获得 

 



四、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2:  创新培养过程 

二级指标: 创新氛围、创新实践活动、国际化合作 

测量方式：对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公开数据获得 

创新氛围 

创新实践活动 

国际化合作 

高校整体创新环

境、激励政策等 

促进创新主体特征提

升的实践活动等 

对研究生国际化综合评价 



四、评价指标体系 

学术创新 

技术创新 

国际化成果 

学术论文等成果 

技术发明专利等成果 

维度3:   创新成果 

二级指标: 学术创新、技术创新、国际化成果 

测量方式：政府部门、行业、第三方机构等公开

发布的数据 

研究生国际合作成果 



四、评价指标体系 

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 

职业发展 

用人单位评价 

毕业生自评 

维度4:   创新发展 

二级指标: 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职业发展、用

人单位评价、毕业生自评 

测量方式：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问卷获得 

在校培养对
毕业生3~5
年内的影响； 

学生和用人
单位反馈评
价 



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获取方式 

1.创新思维与品

格 

1.1创新思维能力 
对在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测量 

1.2创新意识与品格 

2.创新培养过程 

2.1创新氛围 
对在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公开发

布的数据 
2.2创新实践活动 

2.3国际化合作 

3.创新成果 

3.1学术创新 
政府部门、行业、第三方机构等公开

发布的数据 
3.2技术创新 

3.3国际化成果 

4. 创新发展 

4.1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 首次就业的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 

4.2职业发展 对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 

4.3用人单位评价 
通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创新能力

进行问卷调查综合评价 

4.4毕业生自评 毕业生对创新能力提升的自我评价 



3. 指标权重获得方案---德尔菲法 

四、评价指标体系 

•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 针对所有指标, 采用背对

背的通信方式征询专家小组成员的预测意见，经过几轮

征询，使专家小组的预测意见趋于集中，最后做出符合

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发展趋势的预测结论。 

预计向全国范围50位专家进行3轮意见征询，

最后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 



四、评价指标体系 

4. 分类、分层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层次: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评价学科大类：理学类、工学类、艺文史哲类、  

                               教经管类、农林医类 

将按照不同层次和类型具体设计相应指标体系！ 



五、评价结果发布方式 

每年发布一次评价结果！ 

发布结果构成： 

1.参评学校按照各一级指标和综合指数进行排区； 

2.全国、地区各一级指标的发展态势的分析报告； 

3.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发展研究报告。 



六、教育教学质量实时监测大数据平台 

访问地址：

http://zhpj.xjtu.edu.cn/ipad/welcome.action 

登录方式： 统一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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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分析 

首先可以查看我校历年专业报考热度分析图，颜色越深则专业报考热度越高。 



招生分析 

针对录取排名前20名的高中的学生做了入学、在校学习以及升学情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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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堂 

教学楼到课情况：在我校平面地图中标注了主要的教学楼，包括有中二、中三

、主楼、东二教学楼，点击‘中二教学楼’后，可以查看该教学楼的到课率情

况。 

点击 



第一课堂 

在学业分析里，提供了分学期成绩汇总表及分学院成绩汇总表。 



第一课堂 

学生学习趋势分析：这张图中显示的入校的学生在四年学习中成绩的变化情况。 



第一课堂 

监测周报：基于以上数据，系统每周会自动形成教学情况简报提供给学校领导

、学院领导，使他们了解我校总体到课率、各学院到课率等情况，并且针对行

为异常的学生也会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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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 

进入‘第二课堂’。课外八学分里显示了各年级课外八学分参与率和完成率的

走势，并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进行关联分析，及时了解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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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份统计毕业生历年毕业去向：我们将2011-2016年毕业生流向统计数字在地

图上进行显示，除京津、长三角、珠江三角地区外，在云南、贵州甚至偏远的

新疆、西藏地区也有我校毕业生的聚集地。 

就业分析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 

七、数据和技术支持 

陕西省高等教育数据中心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评估的实施 
•评估结果的应用 

基于大数据的统计查
询、分析评估、咨询
建议和决策支持等应
用服务工作 



技术支撑平台 

       打破数据孤岛，融合各方数据；横向关联比较，纵向历史分析；提

供精准服务，支持科学决策。 

数据分析引擎 
数据查询 信息发布 

决策支持 趋势分析 

预测预警 

数据挖掘 

共享数据层 省级高等 
教育数据 

教育部数据 第三方数据 其他数据 

平台服务层 

数据服务层 

外部评估 内部管理 自我评估 服务师生 研究监控 服务社会 宏观管理 

省级教育管理部门 高等学院 社会公众 教育评估机构 教育部相关部门 

云计算资源池 

中央数据库 数据库核心数据异地容灾 

平台服务（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认证、授权、开发API等） 

高性能PaaS集成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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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支持及数据分析工作 

教育大数据分析服务：科
研、财务、学生、教师等 

毕业生就业质量 
及跟踪评价研究工作 

教学审核评估 
一流学科（专业）建设评审 

研究生教育质量大数据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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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技术平台工作进展 
PART 
3 

3 

数据库设计已经完成 

依据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数据库设计已经完成。 

前端架构设计已经完成，与数据

库对接设计正在进行。 

来自第三方的论文、专利数据采

集已经开始；成果、竞赛数据采

集方式已经确定。 

1 

2 
数据采集工作正在进行 

系统架构设计已经开始 



请各位专家给予指导！ 

谢 谢！ 


